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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展台

百年精神余音延续在江南小镇

不懈努力打造孩子们喜欢的学校

在一所乡村小学实现教育现代化

百 年 大 事 记

办出一所孩子们喜欢的好学校

———江苏省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的百年教育追寻

扬子江畔， 龙砂山麓， 泰清文气， 凝秀江南。

在这钟灵毓秀、 人文荟萃的江南古镇， 孕育出一所蜚声海内外的百年名校———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 著名民族音乐家刘天华曾在这里挥鞭执教， 当代著名指挥家曹鹏、 著名文艺评论家徐中玉教授曾在

这里潜心求学。 开拓创新、 以人为本的理念源远流长。

陶行知先生说得好： 教育是什么？ 教人变！ 教人变好的是好教育， 教人变坏的是坏教育。 活的教育教人变活， 死的教育教人变死， 不教人变， 教人不变的不是教育。 正是基于 “人” 的教育理念， 学校

从开始创办 “忠义小学堂” 起， 就以 “解放人、 培养人和发展人” 为办学宗旨和教育追求。 历经百年的求索和探寻， 华士小学将 “人” 字深深地镌刻在教育行进的路上， 不断书写着人文教育的精彩华章。

华士小学历经百年风云的历史， 其实就是一段在觉醒与坚守中不断追求教育真谛的精神史。 “为民办学， 教育强国” 的办学思想和教育追求深深地融入到了历史的长河。

笙1911

年， 徐炳成等在 “昭忠祠” 里创办 “忠义小学堂”， 是为华小前身；

笙1914

年， 学校更名为 “澄华小学”

,

国乐大师刘天华在校挥鞭执教；

笙1920

年， 学校更名为 “江阴县立第七高等国民小学”， 校歌诞生；

笙1950

年， 学校更名为 “华墅中心小学”， 成立了教育工会和少年先锋队；

笙1959

年， 学校被评为江阴县一类学校、 县重点小学；

笙1980-1981

年， 学校翻建大会堂和教学大楼， 改造校门， 扩建运动场；

笙1989

年， 学校投资

30

万元， 建成面积

1200

平方米的 “课外天地” 楼；

笙1991

年， 吴辰担任校长， 赴日考察， 回国后成立江阴市第一家乡镇学校教科

室， “八五” 课题 “构建自主性教育模式” 被无锡市规划办立项；

笙1996

年， 学校创办镇级刊物 《家庭教育》， 通过 “省实验小学” 验收， “九五”

课题 “自主发展性休闲教育模式” 被省规划办立项；

笙1997

年， 学校被评为 “江苏省模范学校”， 小学和初中合并成立 “华士实验学

校”， 进行九年一贯制改革探索；

笙2001

年， 学校举办 “九十周年校庆”， “十五” 课题 “中小学生人文精神的培

养” 被教育部规划办立项；

笙2003

年， 华士实验国际部落成， 吴辰校长赴乌克兰考察， 提出 “乡村小学校，

国际大舞台” 的办学思路， 确立 “培养优秀的世界公民和永远的中国人” 的办学目

标；

笙2004

年， 学校承办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传承与创新国际研讨会”；

笙2005

年， 学校成为 “中央教科所华士附属学校”， 铜管乐队赴香港、 澳门演出；

笙2006

年， 成立华士实验教育集团， 承办 “全国小学科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研讨

会” 和 “中日基础教育改革研讨会”；

笙2007

年， 学校举办 “基础教育改革国际论坛”， 成立英桥国际学校， 学生前往

新加坡和英国修学考察；

笙2008

年， 华士实验小学揭牌；

笙2009

年，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考察华士实验小学；

笙2010

年， 学校在省教海探航大赛喜获丰收；

笙2011

年， 华小师生赴美国参加蒙台梭利模拟联合国活动 （

MMUN

）。 中共江苏

省委书记罗志军考察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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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9

月

10

日，华士实验小学挂牌。 从百

年前的小学堂，到今天的实验小学，学校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这所百年老校的“人文”色

彩没有变，它所坚守的“人文”，是要成为一所守

护每个学生童年的学校， 办成一所让孩子们喜

欢的学校。

今天，这所学校是一个孩子们游戏的地方！

华士人坚守人文理想， 一个大胆的举措就

是尝试让孩子们做游戏。 “儿童有自己的生长方

式。 ”王冀敏校长认为，儿童的生长方式就是游

戏。 在华小的教师们看来，“儿童是一个游戏者，

他是生活在游戏中的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

育人生活中，“要把游戏的权利还给儿童， 给孩

子游戏的时间、空间。 ”于是，华小的老师们与孩

子们玩在了一起。

今天， 这所学校是一个孩子们享受课程的

地方！

课程是孩子们在华小的一切经验， 课程就

是要在各种活动中获取经验、享受成长、体验成

长的快乐。 学校设计出一系列小型的校本课程

来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感， 其中向全体教师公

开招标的 《民俗文化课程》 便是一串耀眼的珍

珠。

民俗文化课程是以“节日”为核心内容的小

课程， 因为节日是人民群众为适应生产和生活

的需要而共同创造的一种民俗文化， 所以被华

小人视为必须保存和继承的文化珍宝。 于是，按

照课程设计， 孩子们在小学低年级就要学习以

下课程：

《历法节气的节日》，是为使学生了解根据

气候变化的特点，而将一年划分为

24

节气，并由

此而形成的传统节日，如以立春、夏至、立秋、冬

至等节气为前提形成的节日以及这些节日的风

俗，如中秋节等。

《原始崇拜的节日》，是为使学生了解原始

先民常常把某些动物奉为神明加以崇拜， 如端

午节； 了解原始先民常常将某种禁忌设定为节

日，如春节和除夕；了解先民的祭祀活动，如清

明节；了解先民的宗教方面的活动，如十二月八

日腊八节（佛祖成道日），九月九日重阳节（斗姆

星君诞辰日）， 二月二日龙抬头日 （土地神诞

辰），七月七日七夕节（鹊桥会），八月二十七日

圣诞节（孔子诞辰）等。

《少数民族的节日》，是为使学生了解中国是

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都有自

己的传统节日，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朝鲜

族的“老人节”，傣族的“泼水节”，锡伯族的“西迁

节”，彝族、白族、纳西族、布朗族的“火把节”，土

家族的“七月会”，高山族的“丰收节”等等。

为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 学校还根据学生

智力倾向和爱好，进行了才艺展示、科技发明的

课程的设计与建设，共分为六个区域，让孩子们

尽情发挥。

今天， 这所学校是一个孩子们爱读童书的

地方！

挪威教育家伽德育说：“告诉我， 你的孩子

读什么书，我将告诉你，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

对于身处乡村的孩子，书本其实是一扇窗，能打

开儿童视野。

华小开展了全校性的“文化阅读”活动。 “在

语文课中我们把一些内容置换出来， 然后用世

界各国优秀的、 带有浓郁人文色彩的书籍补充

到语文教学中。 ”王冀敏校长说，这些优秀作品

可以慢慢浸润、滋养到学生的心灵深处。

更重要而有效的策略是， 学校将阅读纳入

课程， 排进课表， 以此来保障阅读的时空与质

量。 每个班每周拿出一节语文课作为阅读课，由

教师带领学生在图书馆或电子阅览室进行专题

阅读。阅读课要有任务，有记录。此外，还要求每

个学科每位教师在自己的学期课程教学中，都

要有对学生阅读篇目的指导、 阅读情况交流的

安排。

以前学校仅局限于给孩子看一些传统名

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 “这些书确实是

经典，但七八岁的孩子并不喜欢看。 ”曹铭老师

说：“国外的绘本书取材跟我们大不相同， 他们

注重捕捉对生活的细微的感受和触动， 注重培

养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绘本书中蕴含的乐

趣和道理，孩子们可能无法表达清楚，但他们可

以感受到触动心灵的东西。

绘本、童书，培养了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学

校每年

10

月开展为期两周的“读书节”活动，为

孩子们提供读书和展示的舞台。 新华书店进校

园、和儿童作家面对面、团体朗读赛、说话比赛、

好书交流会、作文竞赛、百词竞赛、古诗擂台赛

等各项活动精彩纷呈。 梅子涵、曹文轩、秦文君、

周锐、 张秋生等国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都曾来

到华小，来到孩子们身边，和孩子们交流读书心

得。 “今年的读书节期间，全校每个孩子平均购

书

4

本， 说明孩子们阅读的胃口非常好！” 学校

教导主任梁昌辉介绍说。

办孩子们喜欢的学校， 这是这所百年老校

的新追求。 今天， 这里的孩子们喜欢自己的学

校， 他们喜欢校园， 喜欢老师， 喜欢课堂， 喜

欢和同学们在一起开展的各种游戏和活动， 喜

欢弥散在校园每个角落、 每个人心里的爱。 因

为喜欢， 他们的成长变得快乐， 轻松。

今天的华士实验小学，追求让每一个

孩子都能拥有幸福有为的人生，使“人人

都享有一份爱，人人都得到尊重，人人都

有机会，人人都有所追求，人人都体验欢

乐和成功”。 这种办学理念，都能从百年前

创办者的文化胸怀与思想视野中寻求到

它的精神源头。

100

年前的

1911

年。 这是古老中国的一

个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的秋天，辛亥革命推

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 一个

民主共和的历史新纪元， 在这片满目疮痍

的土地上从此被开启。 早在这一年的春天，

古老的华士镇有了第一座新学堂———“忠

义小学堂”。 新思想、新文化开始根植在这

片热情的土地上，“尊重人，关心人，致力于

人的成长和发展需要”的办学理念，让这所

小学堂走出了一条与旧式教育完全不同的

教育之路， 显露出新教育的开明和蓬勃生

命力。

徐炳成，华士镇的儿子。 他从这里走出

去，从“日出万匹，衣披天下”的江南小镇，

带着少年人的梦想， 远渡重洋成了留日的

法学博士。 如今，他弃官归里，带着青年人

的济世理想和一腔热血， 回到生他养他的

故里。 这个热血青年的全部心思，就是要办

一所新式的学堂，培养出合格公民。 学堂借

址祭祀抗清名将阎应元的祠堂， 取名 “忠

义”，第一年学堂里招收了

32

名学童。

1911

年的那场革命，是要实现一个跨

越，那就是自由、独立、平等的公民人格取

代古代社会的臣民人格。 为着这个跨越，

忠义学堂几乎全部的努力就是要“图新”，

是要做全新的教育。

徐氏后人徐凤仪曾在

1933

年至

1934

年做过这所学堂的第

14

任校长，不过那时

学堂已经易名为华墅小学了。 在回忆中，

徐凤仪这样追述学堂刚刚创办时的情形：

“仿国外教育方式，废四书五经，授以革新

课本，开设国语、数学、英语等课程，提倡

新文化、新生活。 校务发达，生员逐年增

多。 ”课程体系的全面颠覆和创设，给孩子

们打开了一扇扇天窗，让他们的视野更高

更远；随之彻底改变的是教育方式，引领

孩子们到现实生活中去学习，让他们自己

去探索和游戏，在当时这无疑是深刻的革

命。

早期的忠义学堂开设了唱歌、 图画、

手工和游戏体操等学科，随后学堂更名为

国民澄华小学，又废修身科，设公民科。 之

后的国难当头，小小的学堂，从没有改变

她的人文底色， 反而捶打出她坚毅的品

格。 直到今天，华小把“做优秀的世界公民

和永远的中国人” 作为办学的自觉追求，

正是在续写其开办初期的精神余音。

1949

年

4

月，江阴解放，一派欣欣向荣

的景象。 小学堂也分外热火朝天起来。

那一年，全校设

12

个班，学生

840

人，

教师

18

人。 之后连年扩班，学生每年增加，

学校质量稳步提升， 社会声誉越来越好。

涌现出沙殿、朱廷佑、周象文、孙幼琴、秦

珮珉等一批远近皆知的教育名家。

1955

年，华小开辟了教育实验园地，在

教师中推行直观教学， 重视学生的实验和

实践操作，关注学生的能力发展。

1957

年以

后，学校提出“儿童中心”论，反对统一性，

反对片面强调教师主导、 课堂教学和书本

中心。

1961

年，教导处组织一批骨干教师，

负责修改教材，使教材内容切合学生实际。

如：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篇课文

的标题改为《学会科学种田》，将课文里面

浮夸的内容往实际上收， 对特别巨大的数

字改成对未来的一种展望。 将密植的稻穗

上坐着几个孩子这幅极度夸张的画面，改

成孩子们在密密麻麻的稻穗旁一颗颗数着

谷粒……

上世纪

60

年代，为了创建良好的育人

环境，贡子玉校长，一位有学养、懂教育的

校长， 对老师们说：“学校是育人的场所，

卫生、整洁是养人眼睛；绿化、美化是陶冶

性情。 ”于是，雏菊、桂花、常春藤、兰花、腊

梅、昙花、仙人掌、杨柳……各种花草翠木

占满了校园的边边角角。

1985

年， 华小吹响了全面改革的嘹亮

号角。 改革的领域涉及方方面面， 民主管

理、教学改革、德育改革，令华小人记忆犹

新的是语文阅读教学改革。

学校首先从三年级选取

2

个实验班，这

2

个班的师资力量和学生基础与其他班一

样，不同的是这

2

个实验班的教师所倡导的

教学思想和运用的教法， 他们完全摒弃了

原有的老师读一句学生读一句的做法，也

没有教师全篇累牍式的讲解， 而是完全采

取自主式的学习方法， 让学生在老师的指

导下进行自我学习、自我认知。 比如：学习

一篇课文，教师采取的是“扶”———“半扶半

放”———“放”的路径进行的。

那段时期， 教学上的重大变革发生在

“课外天地”里，在那里华小找回了自己的

魂魄。

为了给学生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

1989

年，学校投资

30

万元，建成面积

1200

平

方米的“课外天地”楼。 设有电脑、音乐、舞

蹈、绘画、棋类、球类、阅读、课本剧、数学游

戏、陶艺、科技制作等各类活动专用教室。

学校为学生提供各种活动器械， 开辟活动

场所，组织老师辅导，使学生在欢声笑语中

开始一天的生活。 每天中午和下午第三节

课，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纷纷走进这些活

动场地，选修自己喜爱的科目，尽情展示自

己的特长。

这一时期，在培养学生的理念上，华小

有了全新理解，“为学生开辟丰富的学习路

1991

年，极具教育激情和创造胆识的

吴辰校长走马上任了。

之后的十多年， 学校的办学条件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当地经济社会

的发展， 地方政府优先发展教育， 加上

吴辰校长一心扑在办学上， 华士小学迎

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教师待遇

大幅度提高， 学校各项硬件设施设备逐

步完善， 教学楼、 实验楼……从硬件上，

这所乡村小学已经不输于任何一所苏南

的城市学校。

一个好校长就能办出一所好学校。 在

吴辰校长任上， 华小办成了一件大事，就

是“把时间和空间还给学生”。 华小的自主

教育、休闲教育、人文精神培养等课题研

究， 不断地丰盈和提升着学校教育的品

牌，为华小教育带来一股强劲的春风和崭

新的气象。 学校办学成绩不断取得新突

破，国内外参观考察、学习取经者纷至沓

来。 吴辰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名校长、江阴

市十大突出贡献人物之一。

而最有收获的还是在这里就读的每

一个孩子。

让孩子们享受成功吧！

学校在每个教室前设置了一块“表扬

栏”， 要求老师不断寻找发现学生身上的

闪光点，用一两句话写在“表扬栏”内，天

天更换；学校让每个学生一学期至少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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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优点卡；学校建立了“明星制”：“劳动

明星”、“蓝球明星”、“学习明星”、“科技明

星”、“舞蹈明星”等等。

让孩子们自己去创造机会吧！

学校实行班干部、 小组长的轮换制；

学校搞某项比赛，我们不再把参赛名额分

配到各个班级，而是直接贴出海报，自由

报名。

让孩子们心灵舒展吧！

学校提出 “三个允许”、“三个鼓励”。

“三个允许”是指：允许学生“答非所问”、

允许学生 “插嘴”、 允许学生 “思想开小

差”。 “三个鼓励”是指：鼓励学生质疑、鼓

励学生有不同思路、鼓励用自己喜欢的方

式思考。 学校开辟学生“自由涂鸦区”，让

学生大胆地想、大胆地写、大胆地画。 校园

网站上开辟师生论坛室、聊天室、留言板，

建设 “白板文化”。 鼓励师生制作个人主

页 、班级主页 、小组主页 ，在网上展示自

我，定期举行个人主页交流评比会。

在华士，学校提出，教师的形象应当

是这样的：生活充满热忱，内心充满微笑；

胸襟开阔，诚信正直，欣赏并关爱他人；热

爱教育，相信教育；热爱孩子，相信孩子；是

学生的知心朋友、人生导师和行为楷模；思

想飞上广阔的蓝天，双脚踩住坚实的大地，

有责任意识；勤于学习，勇于创新，感受教

育研究和改革的乐趣，乐此不疲；面对困

难，锲而不舍；面对矛盾，正确理解；能不断

为自己、为他人创造出发展的机会。

学生的形象是这样的：脸上常挂着笑

容，心中很快乐！ 喜欢身边的人，关爱身边

的人。 具有同情心。 对人热情友好，见到老

师和客人主动打招呼，讲普通话，讲真话。

衣着整洁。 不乱扔杂物。 见到杂物，主动拾

起，做环境的小卫士。 富于想象。 爱问为什

么。 经常动手做做小实验、小研究。 喜欢看

书。学习认真踏实。遇到困难，积极动脑，主

动克服。 有自己的爱好，并积极发展自己

的爱好。 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敢竞争，敢自

我表现。 懂得自我安全保护。 热爱集体，积

极地为集体争光添彩。

按照这样的目标建设起来的教师队

伍，按照这样的培养标准教育出来的学生，

成就了华士学校的风格和特色。

改革课堂、改变评价、允许特别优秀的

学生跳级、实现学分制、实现首席教师制、

乡村小学校面向国际大舞台……所有这些

改革，被教育专家反复考察研究，也被很多

同行反复琢磨借鉴，很多人根本不相信这

是一所农村学校能够做出的探索。 实现现

代化，追求国际化，成为这一时期华士小学

的鲜明特色，也带来了学校的蓬勃发展，为

国内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不少可资

借鉴的丰富经验，华士学校因此成为中央

教科所实验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更加深入

的教育教学改革新探索。

径和求知场所，让学生快乐地学习，全面地

发展！ ”于是，开发和利用“课外天地”，就是

要开放学生课余时间，丰富学生求知内容，

发展学生兴趣特长， 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

课外活动中发展个性。

学校开设的活动项目， 高年级学生，

不受任何限制，只要他们喜欢，可以参加

任何一个项目。 但低年级学生，由于年龄

太小， 一般倾向于游戏和故事之类的活

动。 低年级的学生非常喜欢听故事，于是

就有了 “天天故事会”。 针对低年级的特

点，学校还开设数学游戏，数学游戏的内

容丰富多彩，有七巧板拼图、有算术棋、算

术扑克、打靶计数、算术套圈、数学谜语、

数学接力赛、数学智力游戏、数学行军等。

这些游戏活动，参加人数不限，灵活多样，

简单易做， 不需要花太长的时间准备，随

时可以开展起来。

除了常态下的每天课外活动，学校每

学年还利用体育节、艺术节、科技节、读书

节“四节”活动的开展，让每个学生都有展

示自己的机会和舞台。 并不定期地开展诸

如“巧手节”、“游戏节”等小型节目竞赛活

动。

百年学校的潜能再一次被激发出来，

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读书———让孩子的心灵更加敞亮

外籍教师和学生嬉戏

时代大潮中读书学习的安静之地


